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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人数连续第四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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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富晓

今年，我省夏季高考人数

继续回升，有家长担心，人数增

加，会不会加剧高考的竞争呢？

其实，从最近几年的招生计划

不难看出，招生计划总量一直

稳中有升。对比报考人数和招

生计划总数不难发现，考生考

个大学并不难，不过，要考个好

大学，却不那么容易。

最近几年，山东的普通高

校招生录取率不断提升，社会

上也流传着“十个人里八个能

上大学”的说法。以本专科录取

率为例，2 0 0 8年的录取率为

72 . 5%，2011年，这一数字达到

了惊人的87%，2013年的录取率

达到88 . 95%，2014年为84 . 93%。

尽管去年录取率有所降低，但

是仍然达到了79 . 14%。可以说，

考生能上大学并不算困难。

不过，本科录取率最近几

年增幅却不明显。记者统计发

现，从2006年到2010年，我省本

科录取率稳中有升，分别是

2 5 . 9 4 % 、2 7 . 7 % 、2 8 . 9 % 、

32 . 39%、37 . 23%。从2011年开

始，本科录取率突飞猛进，当年

达到了44%。但是，之后本科录

取率基本稳定，2 0 1 2年达到

45 . 8%，2013年则是43 . 64%，

2014年则降低到39 . 69%，2015
年更是降低到36 . 43%，是最近

五年的新低。

另外，众多985和211高校

尽管尚未公布在我省的招生计

划，但是，这一部分高校今年还

会拿出更多的计划去支援西

部，导致投放到山东等沿海省

份的计划降低，这就意味着，考

上这些名校，变得更加困难。

相关解读

为啥今年高考增加两万人

□记者 王富晓

生活日报6月1日讯 1日，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今年我

省夏季高考报名人数为60 . 19
万人，比去年增加2万余人。自

2008年开始，我省高考报名人

数先是出现了4年连续下降，从

2013年开始首次上浮，今年则

是实现四连增。

根据省教育厅公布的数

据，今年我省共有70 . 89万人

报名参加高考，比去年增幅约

为0 . 7%。其中，春季高考报名

10 . 79万人，比去年略有减少；

夏季高考报名60 . 19万人，比

去年增加2万余人。参加报名的

考生中，已经被单考单招、保送

生录取的有43592人。

对比最近几年的高考报名

数据得知，山东省夏季高考报

名人数在2008年达到顶点，当

年一共有742642人参加，之后

的 4年，这一数字持续下降，

2012年这一数字降低到497684
人。

不过，这一下降趋势在

2013年有所改变，四连降后首

次上浮，之后几年，考生人数持

续增加。尽管如此，今年的报名

人数与高峰期相比，还是减少

了14万余人。

从全国范围来看，河南、广

东两省的高考报名人数仍然最

多，河南多达82万人，广东为

73 . 3万人，山东稳居第三。四

川、安徽等省份数据大体相当，

都在50万人以上。从增长趋势

来看，多数人口大省的高考适

龄人数都有所增加，使得高考

的竞争更加激烈。

省教育厅的数据显示，今

年夏季高考全省17市共设142
个考区，350个考点，19295个考

场，监考员38590人，流动监考

员4824人，工作人员18288人。

从5月24日到5月30日，由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牵头，联合

公安、保密等部门组成6个联合

检查组，分赴全省17市开展考

前综合检查。目前，高考考务培

训工作正在逐级开展，6月6日
前要完成覆盖全体涉考工作人

员的培训工作。

此外，教育厅会同有关部

门于考前、考中开展“打击销售

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

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

击替考作弊”等专项整治行动。

参与制卷的全体工作人员已于

5月19日入闱制卷，评卷场所

已经落实，省评卷委员会和各

评卷点领导小组已经成立，评

卷教师的选聘工作正在进行。

□记者 王富晓

与去年相比，今年我省夏

季高考增长人数为2万余人。为

何会出现高考适龄人口的持续

回升呢？

“可能那两年孩子扎堆出

生的太多啦！”1日，在得知今年

高考报名人数继续增加的消息

后，本报高考QQ群内，济钢高

中高三考生家长霍女士有点儿

惊讶，因为她孩子所在的班级，

大部分同学都是1997年出生

的，属相是牛，“虽然那年也不

是奥运年，也没什么特殊纪念，

可是那年出生的孩子还真不算

少，从小学到中考都是人数非

常多。”

的确如此，记者查询山东

省历年人口出生率发现，1995
年的人口出生率是 8 5万人，

1996年则增长到92万人，1997
年多达99万人，1998年则突破

百万大关，达到102万人。

“高考人数增加，很大程度

上与高考适龄人口回升有关。

从历年人口出生率的对比来

看，就能发现这一刚性回升的

趋势。”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分

析，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山东是

人口大省，人口基数大，人口出

生率自然也会高，高考适龄人

口刚性回升，“预计短期内不会

有大的降幅。”

考大学不难 考个好大学难

6月6日下午2:00-5:00看考场
省城今年新增省实验西校考点

□记者 王富晓

生活日报6月1日讯 1日，记

者从济南市招生考试院获悉，今年

省城济南的高考考点安排已经公

布，全市一共有10个考区29个考

点。与去年相比，今年新增省实验

中学西校区考点一处。

位于西客站片区的山东省实

验中学西校区，今年恰好迎来首批

高中毕业生，因此，在考点安排上，

特意增加了省实验中学西校区这

一考点，方便这里的考生在本校参

加高考。

济南市招考院提醒，今年高考

时间仍为6月7日和8日，由于市区

现在施工道路较多，交通拥堵，为

避免考试迟到，请广大考生和家长

合理安排好出行时间。

特别是位于市区内的各大考

点，提醒考生和家长在考前踩点

时，不妨充分估计到堵车所产生的

时间。

与全省的要求相比，济南市考

生看考场的时间更为宽松。济南市

要求，6月6日14:00-17:00看考场，

考生可以携带准考证到考点熟悉

考场位置。

此外，济南市招考院特别重点

强调，考试结束后，答题卡、试题和

草稿纸要整理好，放在课桌上，不

得带走，否则按违反考试纪律严肃

处理。

需要提醒的是，军事、公安及

其他有政审、体检、面试要求的高

校的招生工作，请经常登录查看山

东 省 教 育 招 生 考 试 院 网 站

（www.sdzk.cn）或济南市教育招生

考试院网站（www.jnzk.net）发布

的信息。

另外，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招飞

复检在高考后进行，6月10日上午7
点30分报到（空腹），地点在济空招

飞大厦（英雄山路105号）。

高考分数线在6月25日前公布
教育部门将安排多种形式的咨询活动

□记者 王富晓

生活日报6月1日讯 1日，记

者从省教育厅获悉，今年高考期

间，省教育厅、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拟安排三种形式的咨询活动、三次

新闻发布会和三次媒体开放日活

动。备受考生关注的高考成绩和分

数线情况，将在6月25日前公布。

今年，省教育厅还将安排三种

形式的咨询活动。一场规模最大的

就是省考试院于6月25日和7月24
日在济南舜耕会展中心联合举办

“2016年高考招生咨询会”。同时，

为配合教育部学生司“2016年全国

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咨询周”活动，

省考试院将组织有关人员在教育

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上开展相

关咨询活动，时间待定。

此外，按照省里统一安排，6月
15日上午，省考试院将组织有关人

员参加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

“阳光政务热线”活动，为广大听众

解释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解答

听众提出的相关问题。

同时，我省还将举行三次新闻

发布会。第一场初定6月8日下午6：
00，就我省2016年普通高考实施的

基本情况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主

要通报我省2016年普通高考实施

的基本情况，包括考生参加考试情

况、缺考情况、违纪情况，通报公布

成绩时间及查询途径等。

第二场是6月25日前，就我省

2016年普通高考的考试成绩及录

取分数线情况举行一次新闻发布

会。主要内容为考试成绩的简单分

析，公布今年本科录取分数线，以

便指导考生正确对待和估量自己

的成绩。

今年高考季，我省还将举办三

次媒体开放日活动，分别是在高考

期间、阅卷期间和录取期间三场开

放活动。

今年高招政策

有六大主要变化

□记者 王富晓

对于众多考生和家长来说，

今年的高考招生政策究竟有哪些

变化呢？1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

悉，今年的高考有六大变化，涉及

综合科目使用全国卷、本科提前

批志愿中增加综合评价招生和免

费师范生、艺术生有了征集志愿

等多个方面。

具体变化如下：

变化一：继去年英语使用全

国卷后，今年我省高考文综、理综

也使用全国卷。

变化二：开展本科高校综合

评价招生试点。本科高校综合评

价招生依据考生统一高考成绩、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学校考

核，按比例形成综合成绩择优录

取学生，今年遴选了办学水平较

高、招生管理规范、自我约束机制

健全的部属高校或省属本科高校

进行试点。

变化三：自2016年起，在省属

高校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免费

师范生在本科提前批次录取 ,考

生成绩须达到本科录取控制分数

线。已录取的免费师范生报到入

学前，要与招生高校和定向就业

市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培养协议，

明确三方权利和义务。

变化四：自2016年起，启动实

施高职院校招收贫困家庭学生专

项计划。确定部分办学水平较高、

培养质量好的高职院校，安排适

合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专业，

招收我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学

生。

变化五：同时被春季高考和

夏季高考录取的考生确认就读学

校的方式有所变化。考生不用再

到所在县、区招生考试机构确认

就读学校，而是于8月18日、19日

自行在山东省2016年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考试信息平台（ h t t p : / /

wsbm.sdzk.cn）上确认，逾期不确认

的视为放弃今年高考录取。

变化六：艺术类专业本科提

前批志愿由两个顺序志愿调整为

填报一次志愿，征集一次志愿。

今年我省夏季高考报名60 . 19万人，比去年增加2万余人。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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